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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全区露天矿山减至 3 家
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
《方案》明确，将以环境优先为原则，促进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其中，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及铁路、高速公路、省级以上交通干道可视范围内不再新设矿山；现有矿业权通过市场、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进整合，有序退出；保
留矿山全部按照
“规范化、规模化、安全化、生态化、高效化、产业化、
品牌化”延长产业。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张伟锋 陈双
兰）矿山整治一直是富阳人民关注的一个热点。
近日，记者从国土富阳分局了解到，
《杭州市富阳
区矿山专项整治方案》已正式出台（以下简称《方
案》
），富阳将进一步压缩矿山数量，至 2020 年底
全区露天矿山总数控制在 3 家以内，彻底告别
“石头经济”时代。

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痛定思痛，矿山整治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
向。十几年下来，经过多轮矿山整治关停行动，
富阳的矿山从最多时的 400 多家矿山大刀阔斧
减至 2007 年的 159 家、2010 年的 78 家、2013 年初
的 53 家、2017 年初的 33 家，再到目前的 18 家，可
以说矿山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从 400 多家减至 18 家矿山，富
阳矿山历经多轮整治

至 2020 年底，全区露天矿山将
压缩至 3 家以内

富阳“八山半山分半田”，矿产资源相对丰
富，使得通过“开山取石”的方式推动的“石头经
济”一度发达。鼎盛时期，富阳大大小小的矿山
约莫有 400 多个，以渔山、里山、灵桥以及新桐、
渌渚等沿江区域为主，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
然而，
“石头经济”在提升了少部分人收入的
同时，也给环境带了来巨大的伤害。由于矿山大
多分布交通便利的富春江两岸及主要交通道路
两侧，严重影响了富阳的山水环境，开采后裸露
的矿区看起来就像是从山体上剜出的一个个伤
口，面目狰狞；满载石料的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轧
得道路不堪重负，路面也变得坑坑洼洼，隔一阵
子就要进行大修；矿山开采和运输过程中形成的
扬尘，使得一些道路两边的树叶已经看不清本来
面目，
周边农户家里常年开不了窗。
另一方面，富阳的矿山企业多为“低、小、
散”，成规模上档次的并不多，多年来因矿山开采
及尾矿管理不当等引发的安全问题也时有发生，

然而，几轮淘汰整治下来的 18 家矿山年产
量虽达到 2000 万吨，但与老百姓的要求仍有一
定差距。为此，今年 3 月起，富阳区政府以着力
提升建筑用石料开发规模和水平，加强优质石灰
岩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为目标，按照“控点、做大、
做强”的思路，进一步优化全区矿山布局结构，促
进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减少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近期出台的《方案》提出，对全区范围内
的所有非法开采行为和 18 个矿业权进行整治，
至 2020 年底前，将全区露天矿山总数控制在 3 家
以内。
如何来实现这一目标？
《方案》明确，将以环
境优先为原则，促进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其中，
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铁
路、高速公路、省级以上交通干道可视范围内不
再新设矿山；现有矿业权通过市场、法律和行政
手段推进整合，有序退出；保留矿山全部按照“规
范化、规模化、安全化、生态化、高效化、产业化、
品牌化”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创建全省

江南新城先行启动区块
农居正在进行腾空

镜头下的
江南记忆

感受腾空路上的浓浓乡
愁、忙碌身影……
昨天虽然是工作日，但走进江南搬迁区
块，随处可见一番热闹的场景，农户们正陆陆
续续在房屋腾空搬迁，结算水电、入户验收、交
钥匙、贴封条……
图为春江街道山建村裕丰自然村村民搬
家。 记者 朱啸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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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企业标杆。
国土富阳分局有关负责人说，对于现有矿业
权，富阳将分类整治，坚决淘汰落后矿山。普通
建筑石料矿山类，以整合或治理后退出为主，到
2020 年 12 月全区保留建筑石料矿 1 家。
“保留下
来的这家建筑石料矿山将布局在渌渚镇，属于年
产千万吨以上的超大型建筑石料矿，加上富阳近
年来因工程建设开采产生的量，可基本满足富阳
近年来发展所需。”
石灰岩矿山类，以整合压缩、改造提升为主，
至 2020 年 12 月全区保留石灰岩矿 2 家。国土部
门将从矿区生态环境影响、企业履行开采及保护
责任、对地方和社会的贡献以及资源储量等方面
进行全面评估，保留开采条件安全、环保、生产设
备先进的水泥用灰岩矿和脱硫用灰岩矿各 1 家。
同时，对 5 家地下矿安全和环境影响进行评
估，
保留安全措施到位、
对环境影响不大的矿山，
在
资源储量评估确定的开采年限到期后予以关闭。

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整改
不达标的予以关闭
除整合关停等措施外，富阳还将严厉打击乱
采滥挖及借林道、村道、场地平整等项目名义超
设计方案施工的非法开采行为。同时，严肃查处
矿山企业的越界开采和不按开发利用方案、不按
治理设计方案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整改不达
标的，
依法坚决予以关闭。
此外，富阳还将对已关停的废弃矿山进行治
理。

富阳新闻网：
www.fynews.com.cn

吴玉凤在富春江集团调研时强调

《杭州市富阳区矿山专项整治方案》正式出台

城区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少云。今天气温 3—14℃。

突出创新驱动 助推产业转型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到富春江集团调研，详
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生产经营
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靠科技
创新加快产品升级，瞄准市场前沿做精做
强主业，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努力增创
富阳制造业发展新优势。副区长裘富水参
加调研。
座谈会上，富春江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集团相关工作情况。富春江集团创建
于 1985 年，发展至今已有 32 年，拥有以杭电
股份为代表的电气装备产业、富春环保为
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和以光电科技为代
表的信息通信三大产业，两家核心子公司
富春环保和杭电股份均已登陆资本市场。
听取汇报后，吴玉凤说，富春江集团是
光纤通信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近年来，
集团坚持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不动摇，深
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主动对接资本市场，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在科研创新、结构调整、
非公企业党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
富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
前，富阳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转型发
展关键期，作为富阳品牌名企，富春江集团
要 抓 住 机 遇 、乘 势 而 上 ，主 动 融 入“ 互 联
网+”和“中国制造 2025”，进一步优存量、引
增量、拓市场、增效益，努力成为富阳产业
提升的排头兵。要用好上市公司和企业研
究院两个平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等优
势，积极参与江南新城建设和富阳循环经
济产业园建设，实现企业发展与服务社会
共赢。
吴玉凤表示，企业创造财富，政府创造
环境。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珍惜企业和企业
家资源，树立服务理念，提高工作标准，加
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强化企业政策要素保障，真心实意为企业
办实事、解难题，做好加快企业发展的服务
员，全力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
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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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共赢
■美科斯叉车与美国海斯特-耶鲁
集团开展股权合作
■工行富阳支行与安信证券签订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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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新增 12 个
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基地
日前，2017 年富阳区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正式公
布。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的污泥焚烧发电项目、湘溪村
生态公园、灵桥镇纸循环体验园等 12 个形象直观、特色鲜明的
基地成功创建。
今年的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基地究竟可以体验哪些生态环保
建设的亮点？日前记者前往其中部分点位一探究竟。如果你想
去参观体验，
可以提前和区环保局联系，
电话是 6170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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